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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昌

根据水利技术标准制修订计划安排，按照 GB/T 1. 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 标准

的结构和编写》的有关规定，对 SL 195- 97 <<水文巡测规范》进行修订.

本标准共 9 章和 6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有:

一一巡测部署与论证;

一一水文巡测方案 ;

一一水位、降水盆巡查;

一一流盐巡测;

一一泥沙巡测;

一一巡测资料整编。

本次修订工作主要结合新形势下水文测验方式改革的需求对标准的有关技术内容进行了修订

和补充;删减了与其他规范重复的内容:依据巡测条件和需求对水文巡测方法进行了分类;调整

了测验误差控制的精度指标;增加了水文巡测方案编制、巡测资料整编等可操作性技术内容;补

充、完普了流ß:、悬移质泥沙巡测技术要求，对专用水文测站巡测业务的开展亦有指导作用。其

主要内容有:

一一补充完善流母巡测;

一一补充完善泥沙巡测;

一一增加水位、降水盘巡查;

一一增加水文巡测方案;

一一增加巡测资料整编;

一一删减水文调查.

本标准为全文推荐.

本标准所替代标准的历次版本为:

一一-SL 195- 97 

本标准批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本标准主持机构 z 水利部水文局

本标准解释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本标准主编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本标准参编单位:吉林省水文水资源局

河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青海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水资源局

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

本标准出版、发行单位: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2 朱晓原刘东生陈松生肖中许弟兵赵东欧应钩番天元

韦定圄刘献峰李朝坤毛红梅熊珊珊袁树堂唐洪波

本标准审查会议技术负责人:季 里

本标准体例格式审查人=曹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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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水利部

国际合作与科技司(通信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 2 号 ; 邮政编码 : 100053; 电话 : 010-

63204565; 电子邮箱 : bzh@mwT. gov. cn) I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W 



SL 195-2015 

水文巡测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明确了水文巡测的内容和技术条件:界定了巡测方法的分类;规定了降水盐、7J<.位、流

盐、泥沙等7.l<文要素巡测的技术要求，给出了巡测成果误差控制范围;提出了巡测方案编写的技术

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天然河流、湖泊、水库、人工河荣、受潮沙影响和水工程附近柯段的水文巡测、调

查和资料整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3 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严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飞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崔用于本标准.
GB; T 50095 水文基本术语和符号标准

GB/T 50138 水位观测标准

GB 50159 河流悬移质泥抄测验规范

GB 50179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SL 21 降水量观测规范

SL 247 水文资料整编规范
'

SL 443 水文缆道测验规范

SL 537 水工建筑物与埋槽测流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_ - . .~ _. . ._ -/ I 
GB; T 50095-2014界定的且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 T 50095-2014 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并根据技朵发展对个别术语进行了重新定义.
3.1 

测验方式 bydrometric manner 

开展水文测验工作的方法和形式.

3.1.1 

驻测 stationary gauging 

71<.文专业人员驻站进行水文测报的作业

[ GB/T 50095-2014 ，定义 4. L 11J 

3. 1. 2 

巡测 tour gauging 

水文专业人员以巡回流动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一个地区或流域内水文测站或断面的水文要素

所进行的观测作业.

注:改写 GB/T 50095-2014 ，定义 4. 1. 12. 

3. 1. 3 

间测 intermittent gauging 

水文测站资料经分析证明水文要索如水位流盘间历年关系稳定或其变化在允许误差范固内，对其

中一要索如流:hl:停测一段时期后，再行施测的测停相间的测验方式.

注:改写 GB/T 50095-2014，定义 4. ).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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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4 
检测 test gauging 

在间测期间，对两个水文要素稳定关系所进行的检验测验。

注:改写 GB/T 50095-2014 ，定义 4. 1. 13. 1. 

3.1.5 
巡查 to町 check

对水文要萦各观测点设施、设备的工况进行巡回检查与维护，以及比测率定的作业。

3.2 
巡~J方法 method of tour gauging 

开展水文巡测工作所采取的手段、途径、行为等.

3.2.1 
辐射式巡测 radial tour gauging 

以巡测基地为中心，囱两个以上的巡测工作组沿不同巡测路线对测区内测站进行水文测验.

3.2.2 
次第式巡测 sequen创aJωur gauging 

按照巡测区各站洪峰、沙峰出现的先后服序，对巡测区内各站依次进行水文测验。

3. 2.3 

结合式巡测 int唔rated tour gauging 

对巡测区的水文测站同时进行辐射式巡测和次第式巡测。

3.2.4 

全年巡测 tour gauging througbout the year 

水文站的水流、泥沙特性符合金年水文巡测条件，金年采取巡测的方式.

3.2.5 

时段巡~J tour gauging in periωof time 

一年内，仅在水文站的水流、泥沙特性符合水文巡测条件的时段所采取的巡测方式.

3.2.6 

巡驻结合 int电ration of tour and station盯y gauging 

根据具体情况，水文站年内分别采用巡测和驻测的测验方式。

3.3 

巡测路线 rout臼 of tour gauging 

对多个71<.文测站或断面开展巡测的路径.

3.4 

巡测区 tour gauging area 

开展和管理巡测工作的某一区域.一般由工作、交通、生活方便的勘测分局、勘测〈巡测〉队、

中心站等为基地的多个水文测站或断面组成.

3.5 

水文巡测车 hydrometric vehicle for tour gauging 

装载水文巡测人员或巡测仪器设备，或拖曳水文巡测船，实施水文要索监测、调查、设施设备巡

栓的水文专业车。

注:改写 GB/T 50095-2014，定义 11 . 2. 7. 

4 巡测部署与论证

4.1 一般规定

4.1.1 开展巡测应综合考虑自然地理条件、河流水文特征、已有水文站布局、测站特性等技术条件

2 



SL 195-2015 

及交通、安全、通信 、 管理、经济等因素，并对巡测条件与要求、巡测部署、误差分析等内容进行技

术论证。

4. 1. 2 水文巡测应按下列要求部署:

a) 根据测站功能定位，核定测验项目。

b) 根据收集、分析水文资料的不同要求和技术条件，确定巡测、间测或水文调查。

c) 确定巡测方案，修订水文测验任务书.

d) 需要扩大水文资料收集范围和增加水文资料完整性时，可设立辅助站和调查点.

4. 1. 3 基本站应根据实测水文资料按本标准规定的方法，对各项误差进行分析计算，计算结果符合

4. 5 的规定时，可实行巡测.

4. 1. 4 专用站可根据设站目的，囱流域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水文机构确定巡测条件与要

求，参照 4. 6 的精度指标分析确定巡测，或根据设站目的等要求自定精度指标.

4. 1. 5 水位、流盘、降水量等要素实行自动监测的水文测站，应定期开展巡查、校测、比测等工作。

4. 1. 6 水文巡测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和采用的方法，均应按现行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规定执行.

4.2 巡测条件与要求

4. 2.1 既有水文站实行巡测时宜进行下列分析 :

a) 澳!I姑控制条件及其变化.

b) 水位流茹;关系线的变化规律.

c) 单沙断艺þ关系.

d) 单样含沙盐和输沙率停测时段.

e) 可能达到的测验精度与巡测允许误差的关系。

f)现有交通、通信条件、测验仪樨设备状况等

g) 巡测方法、路线和巡测时机的选择.

4.2.2 新设实行巡测的水文站，应遵守"先详后简"的原则，先采用较多测次的巡测方案，逐步积

累资料，按 4. 2.1 的规定分析论证后，再综合其他巡测条件，确定测验方式.

4.2.3 实行巡测的水文测站，水位、降水盘观测应采用自动监测。

4.2.4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流盐可实行巡测 :

a) 水位流盘关系呈单一线，或水力因素与流:fit或流盘系数的关系呈一条或一簇关系钱，或者经

过单值化处理后水位流盐关系线〈或推流关系线〉呈单一线，流盘定线达到本标准规定的允

许误差.

b) 实行流盘问测的测站，在停测期间实行检测者.

c) 水位流盘关系不呈单一线的测站，全年采用巡测资料推算流盐，年径流蓝的误差不超过表 1

的规定者，或部分时段采用巡测资料推算流毡，由时段径流盘误差算得的年总盘误差不超过

表 l 的规定者.

一类精度的水文蛤

表 1 年径流量允许稽对误差

二类稍度的水文站

-m
一

表

一

数

一

分

一由

百

-l
E

以
一
水的皮稍笑一-一

2.0 3. 0 5. 0 

d) 枯水期采用定期测流者.

e) 水位流盐关系不呈单一线的测站，当距离巡测基地较近，具备交通、通信条件，能按水情变

化及时施测流盐者。

f)已采用流"Lt在线监测者。

4.2.5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悬移质输钞率可实行巡测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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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采用流也输沙率关系法整编，定线达到本标准规定的允许误差，且不需要实测沙峰和母移质

泥沙过程者。

b) 采用单断沙关系法整编，定线达到本标准规定的允许误差，驻站人员能施测单钞过程者。

c) 采用断沙过程线法整编，用巡测方式能达到整编精度者.

d) 具备悬移质输沙率停测或间测条件者。

e) 可自动采集悬移质水样，或能采用自记式现场测沙仪自动监测含沙盘，并能与断沙建立稳定

关系者。

f)距离巡测基地较近，交通、通信方便，能按沙悄变化及时施测者。

4.2.6 有 5 年以上资料的水文站，经分析论证实测流盐的水位变幅已控制历年水位变相 80% 以上，

历年水位流量关系或其他水力因素与流蓝的关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可实行间测 :

a) 每年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或单值化线〉与历年综合关系曲线之间的最大偏离不超过 4. 5 . 8

规定的允许误差范围者，可实行停 2~5 年测 1 年.

b) 各相邻年份的曲线之间的最大偏离不超过'4. 5 . 4 规定的允许误差范围者可停 1 年测 1 年，或

实行检测。

c) 在年水位变幅的部分范围内. ，当水位流盘关系是单一线并符合 4.2.6 a) 所规定的条件时，可

在一年的部分水位级内实行间测.

d) 复杂的水位流盘关系.通过单值化处理，可达到龟，? 6 a\、 4 . 2. 6 b) 、 4 . 2. 6 c) 所规定的条

件者-

e) 在枯水期，流ß变化不大，多年棺水总盘占年总兹在 5%以 内 ，且耐这一时期不需要施测流

盘过程者.

f)对潮流站，当有多年资料证明潮沙要素与潮流量关系比较稳定者.

g) 堪闸测流的流量系数多年稳定，且不起立4. S~ ô'"规定的允许误差范围者.

4.2.7 符合下列条件之斗者. 悬移质输沙率可实行停测或间测z

a) 测站每年低、枯水期连续 3 个月以上的时段输抄ß/J、于多年平均年输沙j茸的 3. 0%时，在该

时段内可停测呢沙， 停测期间的合抄起·作零处理.

b) 各类泥沙站，经分析其在某--?j(位级〈或流盘级与 内含tþ:ill:.均小于 O. 005kg/m3 ，或二类、 三类
泥沙站，经分析其在某一水位级〈或流量级〉内累计 3个月 以上的时段输沙量占多年平均输沙

盐的比值小于 3. 0%时，可对这一水位级或流量级内的含沙量实行停割，含抄iik做零处理.

c) 各类泥沙站各年的单沙断沙关系线与历年 (5-1Ò 年或 10 年以..h，)单沙断吵综合关系线相比较，

如果各年关系线偏离综合线的最大值均在士5%以内，贝。由站的息移质输沙率可实行间测。
d) 采用单断抄关系的单一线法整编资料的站，输沙率测验符合 GB 50159 中规定的间测条件或

流盐已实行间测时，输沙率可实行间测，间测期间可只测单样含沙:L1 .

4.2.8 水文巡测调查应编制专项水文勘测报告，并应包括下列基本项目 :

a) 对本测区内进行水文水资源分析计算所需要的水缸调查。

b) 对当年来测到的大洪水和大暴雨的调查与勘测。

c) 对当年来测到的特枯水位的调查 。

d) 对水工程变化等人类活动对水文测验的影响程度的调查.

4.3 巡测部署

4.3.1 基本要求

4.3.1.1 巡测部署应包括测验次数的布置、精简，单次测验方案的确定等.

4.3.1. 2 应结合巡缸.IJ 区内各水文站、辅助站和调查点的水文特征，按商、中、低水，汛期与枯水期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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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落水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根据洞流水文特性和祖!~站特征多测高水或根据需要多测低枯水.

b) 对于水位流量关系曲线的延长，高水部分不宜超过当年实测流盐所占水位变幅的 30% (干旱

区占 40%) ，低水部分不超过 15% 。

c) 当水位流íï1关系曲线高水部分延长幅度超过允许值时，应及时对当年来测到的大洪水和相应

大暴雨进行调查与勘测 ， 并提交调查分析报告。

4.3. 1. 3 采用辐射式巡测 、 次第式巡测、结合式巡测，全年巡测、时段巡测、巡驻结合等不同的巡

测方法分别控制好各水文站、辅助站和调查点的关键测次。

4. 3. 1.4 对巡测地区各水文站、辅助站历年峰现时间，结合不测洪峰和测洪峰及当年水情变化等不

同情况，应分析测流时机和巡视j路线.

4.3.1.5 根据测站控制的变化情况及水工程设施的影响 . 及时，调整巡测部署.

4. 3.2 流量测验次数的布置和精简
..----一~飞、、

4.3.2.1 实行巡测的水文站，水位流髓关系为单一线就单值化线，应根据水流特性，测站控制条件、

测验精度，定线推流要求以及需求等综合选择测次. 采用!当年资料定载的，每年可测 7-15 次 ; 采用
3-5 年资料，逐年向后滑吼，但来用资料总年数不变的定线方法，年~~次应不少于 3 次 .

对精简测次数布置的检验，可根娓实行精简测次后推算的各时段量冽按精简测次前的历年综合水

位流ii1关系推算的一次洪水总f挝、 汛期洪lK总量和年总址等时段、嚣的h相对误差，其绝对值分别在

3.5% 、 3.0%和 2.5%范围以内时可按1:!.嘘择的~I极继续施测流量，
4.3.2.2 实行间测的水文站 ， 间测期间的施测年份，可按 4. 3.2. 1 的规是执行;检测年份每年检测
不少于 3 次 .

4.3. 2.3 实行间测的水文站 ， 检栅点宜分布于高 、 中 、 低各级水位， 并应采用较高精度的测验方案-

4.3.2.4 采用水平安装声学多普勒剖面流速仪法、垂直安装声学多普勒帮J面流速仪法、声学时差法、

垂线平均流速分布模型法等与断面平均流速建立相关关系的测流方法. 珩相关关系的检测，或对在线

监测系统的模型应用精度进行检测，非阳测年份哥每年用常规测验方法检测 5 次以上，测次分布于
J 、‘

商、中、低水-

4.3.2.5 非单一关系的站， 测次数址及布置应能满足推算洪峰流盘及 日平均流盐的?后求.

4.3.3 是移质输沙率测验次数的布置

4.3.3.1 实行巡测的水文站，采用历年单断在!，、关系安排测次创.每年可测 5~8 次.

4.3.3.2 实行间测的水文站，间测期间的施测年份，可按4.. 3. 3.1 的规定执行;检测年份可每年检

测 3 次以上.

4.3. 4 单次流量测验方案的确定

应按 GB 50179 及现行行业标准的规定执行.

4.3.5 单次悬移质输沙率测验方案的确定

应按 GB 50159 及现行行业标准的规定执行.

4.4 误差分析

4.4.1 巡测区各水文站应按不同精度类别，分水位级进行各项误差分析。实行巡测或间测的允许误

差应根据各项误差分析结果进行综合分析确定。水位级的划分方法应符合 GB 50179 的有关规定.

4.4.2 水位流拉关系线、单沙断沙关系线的定线误差，以置信水平为 95%的相对随机不确定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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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线间的并线误差、间测的关系线偏离误差、各种时段总嚣的误差和系统误差以相对误差表示。

4. 4. 3 分析实行巡测的各项误差，应有 5 年以上连续的资料系列，并宜包括卒、中、枯水年和不同

水情资料;在各水位级内用于计算误差的样本不宜少于 30 个.若高水资料样本数不足 30 个，但商、

中水位级之间资料连续平缓变化的，可把商、中水合并统计。

4. 4. 4 实行巡测的误差分析应包括下列项目 :

a) 实测关系点据对当年和历年综合水位流盘关系统的定线误差。

b) 单值化关系点据对当年和历年综合单值化关系线的定线误差。

c) 多条单一线的合并定线误差。

d) 各种时段总量的误差。

的流;Iil:间测的水位流量关系线偏离误差.

f)悬移质输沙率间测的单断沙关系线偏离误差.

4.4. 5 实行巡测的水文站应分析精简测次前后的定线误差和各种时段总量的误差.
注:水位流ii1关系为单一线的站，可根据包括有车、中、枯水年份的历年综合水位流:Ii.l:关系幽线，以商、中、低

水位级分组，按键要稍筒的测次数从各级中随机抽取实测关系点檐，并定成水位流盟关系曲线 . 如此随机抽

取 30 次则可定成 30 条水位流缸关系幽线，进行~线误差分析，然后用这些水位流:lit关系曲线推算各种时段

位与由精简前历年综合水位流量关系网l线推算的各种相应时段毡，相比即可求得该精简测次数各种时段盐的

随机数据系列，并进行误差分析.

4.4. 6 流iì.t相对误差可按式(1)计算 :

。1- Qô ，~"I ^^n/ 
(JQ, =飞了三 X1附 (1) 

相对误差的均值可按式 (2) 计算:
_ N 

飞=书 EjS飞.......… ... .......... ω

式中:

(JQ，一一测点对线或线对线的流盐相对误差.%;

Q 一一第 i 次实测的或第￡水位时某关系线上的流盐， ml/s; 

Qd一一与 Q. 相应的关系线上的流盐， m3 /s; 

(JQ -相对误差的均值.%;

N 一一样本数。

4.4.7 流量关系点据对关系线的相对标准差可按式 (3) 或式 (4) 计算 :

r , .!!..... ì 11% 
=卜..一 ) ; (lnQi -lnQ.; )Z I X 100% …………… …………… (3) 
IN 一 2出|

S. = (N~2扑 ) 1/2 ω 
宜信水平为 95%的相对随机不确定度应按式 (5) 计算:

X=2S. …………………………………… ………… (5) 

式中:

S. 一一相对标准差，%;

X 一一相对随机不确定度.%。

4. 4.8 各种时段总:Gl:的推流误差应按式 (6) 计算:

w- w.. . ___^/ 
8w =一寸;v_" c X 100% ……………………………………… (6) 

式中:

W一一采用分析简化的关系线推求的时段总位， 104 m3 或 108 m3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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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采用与推求 W相应的分析简化前的原定关系线推求的时段总毡， 10‘ m3 或 108 m3
; 

ôw一-W 与 Wc 的相对误差 ，%.

4. 4.9 悬移质泥沙相对误差、不确定度的计算参照 4 . 4. 6-4. 4. 8 执行。

4.4. 10 实ij!IJ关系点据与关系线元明显系统偏离者，系统误差以点对线的相对误差的均值近似估算 ;

实测关系点据与关系线呈时段性有规律偏离者，系统误差分时段按点对线的相对误差均值近似估算.

4.4.11 巡测区各水文站低枯水期的允许误差，应划分低枯水期，计算低枯水期径流扯及其与年径流

盘之比，并以年径流盐允许误差作控制进行综合分析拟定.

4.5 基本站允许误差

4.5.1 水位流盘关系点据密集，分布呈带状，并无明显偏离，系统误差的绝对值一类精度的水文站

不大于 1% ，二类、三类精度的水文站不大于 2% (各类精度的水文站的比降一面积法定线系统误差

可放宽 1%) ，且实测关系点据与关系线间的定线误差不大于表 2 允许误差者，可定单一线。

褒 2 单一线法定线允许随机不确定度 以百分数表示

测始类.lJ'J
水位级

一类精度的水文姑 二类精度的水文始 三樊粉l定的水文姑

向水 10.0 12.0 13.0 

中水 12.0 14.0 15.0 

卢学多~地h剖而流量监仪法测流的笼统允许随机不确定llr "1 .ltt1m 2%，浮标2在·测流的定线允许随机不确定l吏吁圳大 2%-4%. 比

J:f. -丽积法的Ã!线允许随饥不确定~可圳大 3%-5%.

:1y:水利工程影响~受测站条件限制的跨因界河流的拙，采用 4.5.1 整编不能满足粉~指标时.定线~l.Ir ilI降吉隆浏览.

注:*标准所列允许不确定11r系指yl倍水平为 95%的RfC饥不确定度，下同.

4.5.2 水位流量关系用单值化方法处理后分布呈带状，系统误差的绝对值一类精度的水文站不大于

2% ，二类、 三类精度的水文站不大于 3% ，且单值化处理的关系点据与正在值化关系线间的定线误差

不大于表 3 允许误差，可定单值化关系线.

表 3 单值化关系线定线允许黯饥不确定度 以百分数表示

测站类jJlJ
1.lC位级

一类精度的水文始 二类粉度的水文站 三类粉度的水文章占

高水 12.0 l4.0 17. 0 

中水 14.0 16.0 19.0 

4. 5.3 不能进行单值化处理的非单一水位流址关系钱，在一段时期内或受同一影响因素影响的关系

点据密集呈带状，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分影响因素定成多条单一线:

a) 系统误差符合 4.5. 1 的规定，实扭)J关系点据对关系线的定线误差不大字表 2 允许误差，且线

与线间的过渡有较合理的推流方法者.

b) 系统误差符合 4.5.1 的规定，线与线间的过渡有较合理的推流方法， 且各种时段径流总量误

差小于表 4 允许误差者.

表 4 时段径流总量允许相对误差 以百分数表示

测直在类别
M段径流总放

一炎精皮的水文站 二类精度的水文姑 -炎粉1定的水文姑

年总量t 2.0 3. 0 5.0 

汛期总位 2.5 3.5 6.0 

-lXt)~水总:fit 3.0 6.0 8.0 
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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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多条单一线相互间最大偏离不大于表 5 并线允许误差，且合并定线后，实测点据对关系线的

定线误差符合 4.5. 1 的规定者，可合并定线。

袋 5 单一线并线允许相对误差 以百分数我示

测量古类另1)
水位级

一炎f1Iør的7)(文章占 二类精度的水文站 三类粉度的水文章占

￥E水 4.0 6.0 8. 0 

中水 5.0 8.0 10.0 

4.5.5 巡测区各水文站，年径流盘相对误差符合表 4 的规定;低枯水期按单一线或合并定单一线推

流的低枯水径流盐与非单一线或多线推流的低枯水径流盐的相对误差，符合表 6 对允许误差的规定

者，低枯水期可定单一线或合并定线。

"铲径扭扭』在相对误差
W拍/WIf

.-
0.5 1. 0 115 2. 0 2.5 3.0 3、 5 4.0 4.5 5. 0 ---z 25.0 / > V 3 16. 7 33.3 

4 12.5 25. 0 37.、5

5 10.0 20. 0 30.0 40.0 

6 8.3 16. 7 25.0 33.3 41.7 .; . 
21.4 H』 、 3'5.5 7 7.1 28.6 42.6 

8 6. 2 18.7 25.0 31.2 37. 5 

\ 1 4 
9 5.6 ]6.7 22.2 27.8 33. 3 38. 9 

10 5. 0 15.0 20.0 25.0 30.0 3、。 40J O 45.0 

11 4.5 .13.6 
_ 

1B....l- 22.7 27.3 31. 8 36. 4 40.9 ,15. 5 

12 4.2 12.5 16. 7 20.8 25. 0 29.2 33.3 37.5 '11. 7 

13 3.8 11. 5 15. 4 19.2 23. 1 30.8 34. 6 38.5 

14 3.6 10. 7 14.3 l1. 9 21. 1\ 25. 28.6 32. 1 35. 7 

15 3. 3 6.7 10.0 1.3. 3 16.7 
200/ 

26.7 30.0 33.3 
飞f

16 3. 1 6. 3 9. 4 ./ 12.5 15: 6 18.8 25.0 28. 1 3].3 

17 2. 9 5.9 8.8 11. 8 14.7 17. f J 20.k 6 23. 5 26.5 29. 4 

18 2.8 5.6 8, '3 11.1 13.9 16. 7 19. 22.2 25.0 27.8 

19 2.6 5.3 \. 7.9 10.5 - ,. 13.2 '15.8 18. 4 21. 1 23. 7 26. 3 

20 2.5 5. 0 7~ 5 10.0 ]2. ~，..，_，. 15.0 17. 5 20. 0 22.5 25.0 

我内来到数iü可近似内报.

当低枯水期流址变化平稳或垒规律性变化l时·制可采m流放过程线蚓巡水曲线法. r 
注: W.， 为低拍;j(径流'flt .W华为年径流:Jit.

4.5.6 采用水工建筑物测流的水文站和潮流(含感潮〉站，水力因素与流盘或流母系数的关系点据

密集呈带状，无明显系统偏离，且关系点据与关系线间的偏离不大予表 7 的允许误差者，可定一条或

一簇关系线。

表 7 水工建筑物测流及潮流{含感潮)站水力因素与流量或流.

系数相关定线允许随机不确定度 以百分数友示

测 量占 主楼 jllJ 
始#在

一类稍度的水文站 二类精度的水文站 三类精度的水文精

水工建筑物测流做 14. 0 18.0 22.0 

潮流〈含在串糊〉 量占 14.0 20. 0 24. 0 

4.5.7 受变动河床影响和干旱地区实行巡测的水文站，水位流量关系的定线方法与定线允许误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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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测站特性，采用符合 4. 4. 3 规定的资料 ， 参照本标准的有关规定 ， 分析研究确定.

4. 5.8 采用符合 4. 4 . 3 规定的水文资料分析证明实测流扯的水位变帽已控制历年水位变幅 80% 以

上，历年水位流fiì关系线或其他水力因素与流iil:或流盘系数的关系线都呈单一线，当年关系线与综合

关系线 . 或各相邻年份关系线间的最大偏离不大于表 8 允许误差者 ， 可实行间测.

表 8 流量闽测关系幽线偏离允许相对误差 以百分数表示

测量在类别
水位级

-~运精皮的水文站 二类精度的水文章由 三类精度的水文童自

商水 3. 0 5.0 8. 0 

中水 5.0 8.0 10.0 

低水 10. 0 12. Q. 15. 0 

4. 5.9 采用单断沙关系、流盘输沙率关系或其他关系法整编资料的站，其系统误差的绝对值一类站

不应大于 2% ， 二类、三类站不应大于 3%，且实测关系点据与关系统间的定线误差应符合表 9 的

规定.

袋 ' 悬移质泥沙等关系幽线定盘是允许误'量 以百分敛表示

测站类JlIl φ、 布沙部分的随饥不确定皮
飞飞

低沙部分的随机不确定I!l

一类姑 f飞
20.0 /气 \飞 24. 0 

二类始 '........ 22.0 /' 飞飞 27.0 

三类站
E 

30.0 i 飞、 \ 32. 0 

采用流放输沙呼盟关系或单萨沙关系以外其他方法擎销资料的站时其定统允许误足可增大 Z%. \ 

4. 5. 10 非汛期悬移股输沙率测次分布及资料整编方法 ， 应经历史资料分析确定。精简后的测次分布

及资料整编成果与当年未精简测次的整编成呆比较，非瓶期输抄茧的相对误差，不应超过年输沙蓝的

3. 0%. 与当年非汛期输抄量比较 ， 其允许相对误茬， 应不超过表 10 的要求.

亵 10 非汛期悬移质泥沙允许相对误11 以百分数我示

司R汛期编沙ß占年辅沙，由自分~ 1 / 1 #目均识11

<10.0 
飞 飞、 / / I 30.0 

10.0-20. 。

" ":，，二且--- / 30.0-15. 。

>20.0 
·、理 . ~ 也;，r-

15.0 

非汛期输沙岱占年输沙低百分数在 10.0%-20.0%之间Jl;t.允许相对设层在 30.0%-15.0%之间线性内捕.

4.6 专用站允许误差

4.6.1 水位流血关系单一线法〈或多条单一线〉定线系统误差的绝对值可在三类柑度的基本姑基础

上增大 1% 。

4.6.2 水位流盘关系单值化方法，单断沙关系、流i运输沙事关系或其他关系法，定线系统误差的绝

对值不宜大于 4% 。

4.6.3 流盘其他允许误差的绝对值在本标准规定的三类精度的基本站基础上增大不宜跑过 4%0

4.6.4 悬移质泥沙其他允许误差的绝对值在本标准规定的三类基本站基础上增大不宜超过 4%0

4. 7 关系统计检验

4.7.1 关系线定线的统计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a) 判断所定关系曲线两侧点数分配是否均衡合理，应进行符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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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捡验按水位〈单沙〉递升次序，实测点偏离曲线正负号的排列情况，判断定线有无明显系统

偏离，应进行适线检验.

c) 检验测点偏离关系曲线的平均偏离值是否在合理范围内，应进行偏离数值检验.

4.7. 2 实行间测的水文站，或对多条单一线进行合并定线的水文站，应进行学生氏 t 检验.

5 水文巡测方案

5.1 巡测区基本情况

5. 1. 1 实施巡测的单位应根据所属的水文测站、断面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水文特性组成一个或

者多个巡测区。

5.1.2 宜对巡测区内测站的以下水文特性进行调奇分析 :

a) 河流、湖泊、水库的水文特征和测站特性 ， 水文要索的季节性变化.

b) 水位流盘关系形式.

c) 单沙断沙关系形式， 1在沙停测时段。

d) 流i益与输抄率关系特性.

e) 和上下游水文站、辅助站在不同时期、不同水文情势下的相互关系.

5. 1. 3 应对巡视j区测站分布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主要内容宜包括 :

a) 管辖的测站在流域水系图上的地理位置.

b) 测站所处行政区域，测站的控制集水面职.

c) 以巡测基地为中心，各测站到巡测基地的交通距离。

d) 调查分析巡测区及各测站资源配置情况.

5.1.4 应分析采用不同的交通方式，从巡测基地到所管辖的测站，测站之间所需要的最长、最短及

平均时间。

5.1. 5 应调查巡测区内的水工程建设规划，已建水工程的布局、规模与调度运用，以及水资源开发

利用和管理上需要解决的水文问题，并应对水工程给水文测验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

5.1.6 在平原水网和人类经济活动影响程度较高的地区，应对本测区水域的7k:1ìt平衡、巡测路线以

及辅助站和调查点的设立作专门调查.

5.2 巡讲j时机分析

5. 2. 1 巡测时机分析应根据设站目的、测站水文特性等因素对测验时机进行分析，合理布置测汰，

以保证巡测效率，

5.2. 2 根据历年水位流盆关系及水位面积关系曲线分析判断测站特性，确定各测站的测次布置.

历年水位流盘关系为单一线时，全年可按水位级布置测次。

历年水位流盘关系为主要受单一水力因素影响的曲线，可进行单值化处理时，全年主要按水位级

兼顾水力因素变化布置测次.

历年水位流量关系为复式绳套或复杂的多条临时曲线时 ， 可做减少测次的精简分析.

可分枯、洪水期或水位级进行流盐测次精简分析.

5.2. 3 采用近期连续 5 年以上的资料系列，分别计算出每年各月径流盘占当年年径流iï1的百分比，

掌握一年中对年径流量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月份分布情况.

5.2.4 根据测站历年水位变化情况，结合本站洪水特性，选样进行洪峰场次与持续时间分析 ， 包括

下列内容 :

a) 统计测站洪水最早出现时间、最晚结束时间.

b) 统计涨峰面持续最短历时、最长历时、平均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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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统计退峰面持续最短历时、段长历时、平均历时.

d) 统计整个洪峰的最长持续时间、最短持续时间.

5.2.5 根据流缸测验的各测点的测深测速历时及测线测点转移的辅助历时，统计不同水位级一次测

流过程所帘的实际历时。

5.2.6 采用近期连续 5 年以上的资料系列 ， 分别计算出每年各月输沙拉占当年年输抄茧的百分比，

掌握一年中对年输沙盘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月份分布悄况.

5.2.7 根据测站泥沙特性 ， 选样对测站的沙峰场次与持续时间进行分析，包括下列内容 :

a) 统计含沙盐沙峰最早出现时间、最晚结束时间.

b) 统计含沙拉变化过程涨峰面持续最短历时、最挺历时、平均历时.

c) 统计含沙量变化过程落峰面持续最短历时、最民历时、平均历时

d) 统计整个沙峰的最长持续时间、最短持续时间。

5.2.8 根据含抄盘测验的各测点的历时及测线测点转移的辅助历时，统计不同水位级一次测抄过程

所需的实际历时.

5.2. 9 巡测时机选择应综合考虑。

根据 5. 2. 2-5. 2. 8 的要求 ， 初步确定各项目一年中的测次数盘，在对年水盘、沙量有较大影响

的时段重点布置测吹.

在洪水期宿满足重要城镇防洪、水库调度等要求的测站，枯水期要求实施7.1<盐监测、向流生态环

境监测的测站 ， 1豆重点布置~~次。

考虑测站水流沙特性及最佳测验时机对各项目的测次进行初步布置 ， 确定水文巡测、驻测的时

间段.

冰期应选择能代表日平均流耻的时间作为巡测ìJ!tJ流时间，必要时进行冰期流量日变化分析，使巡

测期间的实测资料具有代表性.

洪水期巡测的站，巡测时机的掌握应以能使实测资料满足定线推流要求为原则。

各巡测站的测验日期应妥普安排，不得五相影响 -

5.2. 10 应带切关注水雨情变化，掌握巡测区各测站气象、水文等部门的预测预报信息〈主要包括江

河洪水预警、溃涝灾害预警、山洪灾害预警等信息〉安排巡测时机，开展巡测区水文测站巡测工作.

5. 3 巡视j方法及路线

5.3.1 应根据巡测区测站的分布情况、交通条件、人力资服配置、设备配置及各测站的水流特性选

择巡测方法。

按照巡测实现的种类，巡测方法可采用辐射式巡测、次第式巡测和结合式巡测，主要适用条件

如下 :

a) 辐射式巡测适用于各站不在同一条河流，各站拱峰、抄峰出现时间基本一致的巡测区.

b) 次第式巡测适用于各站基本在同一条向流，各站洪峰、沙峰出现有一定时间差的巡测区.

c) 结合式巡测适用于巡测区内水文站的洪峰、沙峰出现时间存在部分区域一致的情况，将辐射

式巡测和次第式巡测相结合.

按照巡测实现的时间，巡测方法可采用全年巡测、时段巡测、巡驻结合三种形式，主要适用条件

如下 :

a) 全年巡测适用于测站水位流量关系〈推流关系〉为稳定的单一线，或者经过单值化处理后水

位流扯关系(推流关系〉为稳定的单一线，无泥沙测验项目或泥沙测验可结合流盘巡测实施

的测站.

b) 时段巡测适用于在某一水位级下，测站水位流盐关系为稳定的单一线，或者经过单值化处理

后的关系为稳定的单一线，测站虽有泥沙测验项目，但在此时段可以停测的测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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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7 流量巡测

7.1 一般规定

7. 1. 1 实行巡测的水文站，流量测验河段选择、测验方法、测验设备及测验精度等应按 GB 50179 

及现行行业标准的规定执行。

7. 1.2 辅助站可只设立简易设施，调查点可只设立临时设施。常年采用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定位，或

常年采用声学多普勒剖面流速仪走航或在线扭!~流的姑可不设立断面标志、基线桩、辐射杆。

有条件的站，可建设远程控制系统，或建设在线监测系统连续监测流盘。

有条件的小河站，可将测验河段进行整治，使水位流盘关系简化。测验断丽可整治为规则断面，

或整治后安装堪梢测流。

7.2 测验方法与设备

7.2. 1 实行巡测的水文站应根据阿道水文特征 、 测站特性、 测验设施设备、测时水流条件等情况，

结合测验精度需求，因地制宜、经济合理地选择流量澜验方法.

7.2.2 一般情况应按常规测验方案施测。

水情变化急剧，或抢掷拱峰、洪水过程.或实施水文应急监测，可味用短历时〈或少测回〉的测

验方案或应急监测方案.

遇特殊情况，发生设施设备损坏或损毁的，可临时采用应急测验方案。

7.2.3 利用制!IJ车装载转于民流速仪耐流的适用条件均面布设要求、 测流方案布置、设备配备要
求、流盘计算方法、 精度要求见附录 D。

在桥上牵引声学多普勒剖面流速仪走航测流，应满足下列条件H

a) 河段内无暗礁、 深潭、 跌水，测验断面宜避?H弈墩下游的游涡区.

b) 牵引装置应能牵引浮体在两岸间的水面上自由移动 ， 保证仪哥、外接设备及浮体自身安全

工作.

利用桥梁安装电波流速仪定点监测，安装位置应尽量避开易tJ:.车辆行驶而震动的上部结构，宜安

装在稳固的墩台上。
飞lIr - ~ . -寸--过往车辆十分频繁的交通枢纽奇、高速公路桥、 ·铁路桥或交通繁忙的渡口及码头，不能确保测验操

作安全，或桥面狭窄有碍来往行车及布置桥测设备，或桥梁结掏不牢圈危及设备和人身安全，不宜布

置桥上测流。 J

7.2.4 河道顺直、河床底坡平坦、断面均匀，水位与各水力要素之间有稳定关系，可通过观测水位

和有关水力要素，利用曼宁公式推流。

断面稳定的站，推流可建立水位面积关系，查算断面面积;断面不稳定的姑宜实测水道断面，当

实测有困难时，可借用临近测次的实测断面成果。

有糙率资料的站，推流可建立水位糙率关系供计算使用;无糙率资料的站，可参考上下游或邻近

河流采用糙率值，也可选用 SL 537 中的值.

宽深比不小子 100 的宽浅式断面，推流可用断面平均水深代替水力半径，一个河段内各断面各级

水位的计算方法应一致.

7.2.5 断面稳定、上下游断面基本一致、元收缩扩展现象的河段，或当常规测验设备被洪水损毁，

或客观条件十分困难，常规方法难以施测，或施测中高水及高含沙盘情况下的水面流速，可采用电波

流速仪施测，并应符合附录 E 的有关规定.

7.2.6 断面稳定、航行船只较少，断面内没有水草和其他障碍物影响的河流或渠道、管道，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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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时差法测流，并应符合附录 F 的有关规定.

7.2.7 采用转子式流速仪法外的其他仪辅测流，在正式投入使用前应进行比测。

基本站应采用转子式流速仪法作为比测的基准方法;专用站不具备转子式流速仪法比测条件的，

走航式声学多普勒剖面流速仪测验成果可作为比测分析的基准。

应收集 30 次以上样本资料，涵盖高、中、低水位级对应的流盐〈流速)，特殊情况下样本数不应

少于 10 次。

单次流量比测相对偏差应在土5%以内，系统误差应在一2. 5%~1% 以内。

流速比测相对系统误差应在土1. 5%以内 ， 且随机不确定度不超过 5. 0% 。

7.2.8 选择水平安装声学多普勒剖面流速仪法、垂直安装声学多普勒剖面流速仪法、声学时差法、

垂线平均流速分布模型法等与断面平均流速建立相关关系的测流方法 ， 相关关系的建立与使用应符合

下列条件:

a) 相关关系的建立应以仪器实测值和实现Ij流iíì(或断面平均流速〉为依据.

b) 实现!tl流盘〈或断面平均流速〉可用转子式流速仪法或走航式声学多普勒剖面流速仪视tl :f量。

c) 应收集 30 次以上样本资料，涵盖高、中、低水位级对应的流盘〈流速)，特殊情况下样本数

不应少于 10 次。

d) 相关关系定线精度指标应符合 SL 247 定线精度要求。

的不同水情可采用不同的相关关系，

f)确定的测验方案经具备管理权限的水文机构审查批准后方可投入使用.

7.2.9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站，可设立流1tt实时在线监测系统 :

a) 水位丽积关系基本稳定，使用水平安装声学多普勒剖面流速仪法、垂直安装声学多普勒剖面

流速仪法、声学时差法测验，能够使代表流速与断面平均流速建立稳定的函数关系，或疏速

关系虽不稳定，但与面积变化相互补偿使监测要索与流盘的相关关系稳定。

b) 使用一组电波流速仪定点监测水面流速，水位面积关系稳定，断面平均流速计算模型参数

稳定。

d 采用比降一面积法时， 7.1<.位商积关系稳定，糙率与主要影响因素的关系较好且稳定。

d) 修建堪、榴或利用现有水工建筑物测流，水头、闸门开启度采用带固态存贮功能的自记仪观

测，率定的流量系数关系稳定。

的测站设备可自动监测流iil或可通过远程操控实时采集流量数据。

7.2.10 流量实时在线监测系统应满足下列条件:

a) 系统能适应当地水流特性及温度、湿度、气压等环境因素，能够抗干扰、防雷电。

b) 系统应能实时计算流盐，能长期可靠自记，并宜具备数据远传功能。

c) 有条件的在线监测站宜配备视频监控装置辅助远程管理，以"无人值守，有人看管"的方式

革行。

7.2.11 对现行规范规定之外的新方法，经过率定并检验其测流精度后，可在同等精度的常规测流方

法的使用范围内采用，并应报流域机构或省(直辖市、自治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直属水文机构审批。

7.3 巡检规定

7.3.1 每年汛前(或汛后〉应对流·监测验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维护.水文测站每次测流期间应

对测站的流盘测验设施设备进行例行检查。 一个测站配备多种〈套)测流装备时，应选择一种〈套〉

作为常用，使用多种 〈套)仪器数据时应做好数据间的衔接处理。

7.3.2 用于推算流盐的水位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用于同一组比降观测的水位自记仪，仪器精度应一致，内部时钟应同步。巡检发现不能满足

要求的 i 应及时修复或更换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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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闸门开启度监测仪每月例行检查不少于 1 次，闸门启闭频繁期间应增加检查次数。

c) 与水平式声学多普勒剖面流速仪在线监测系统配套的自记水位计故障期间，可采用经比测率

定合格的声学多普勒剖面流速仪内部水深、 7.](位传感器水深数据插补7.l<位。

d) 自记仪器不能正常工作期间有资料使用需求的，应进行人工观测。

7. 3.3 对流盘实时在线监测系统，每年汛前应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维护;使用中发现问题应及时修

复或更换设备.

中心站发现在线监测站 RTU 故障时应及时通知现场看管人员或到现场检查修复.

系统故障期间有资料使用需求的，应采用其他方法实测或推求流量。

系统故障、缺测、记录不全期间，宜在综合分析后插补资料。

7.3. 4 对实行间测的水文站，实行检测者，每次检测成果都要检查是否超出表 2 规定的允许误差。

当不超出允许误差时，可继续实行检测，并可采用综合关系线推流。当超出允许误差时，应在现场及

时分析。属测验失误，应就地复测;属测站控制条件发生变化，应增加巡测次数，采用当年实测成果

定线推流，并应于次年恢复正常测流。

对实行间测的水文站，间测期间，发生稀遇洪水，或发现水工程措施等人类活动对测站控制条件

有明显影响时，应恢复测流。

7.3.5 使用 7.2.8 规定的方法测流，对相关关系的检测，或对在线监测系统的模型应用精度进行检

测，应注意下列事项:

a) 检测测次数量及布置按 4.3.2.4 的规定执行。

b) 每次检测成果都要检查相关点中与原率定模型相关关系线的偏离是否超出表 2 规定的允许误

差范围。当不超出允许误差范围时，模型及相关关系可继续使用;当超出允许误差范围时，

应在现场即时分析。属测验失误，应就地复测;属关系发生变化〈用 SL 247 规定的方法，采

用 5 次以上资料进行学生氏 t 检验时 I t I ;?!t'-.J2)' 应增加检测次数，按 7.2. 8 给出的要求

收集资料重新率定模型或建立相关关系.

c) 相关关系变化期间的成果宜在综合分析后进行修正 。

d) 相关关系使用范围高水超出投产方案水位变幅 30% (干旱区 40%)、低水超出投产方案水位

变幅 15%的 ，应及时恢复常规方法测验，并继续分析延展相关关系.

e) 相关关系不能继续使用的，应及时恢复常规方法测验.

7.3.6 单次测流配套的水道断面资料宜实视~.当施测条件困难，测流期间无法实测水道断面时，可

借用最近的大断面或临近测次7.l<道断面成果。

断面稳定的，可用每年汛前大断面测量成果的水位面积关系进行查算，并每年检测断面不少于 3

次。检测发现断面变化导致水位面积关系点偏离原关系线超过士3% (潮流量可放宽到土5%)，或系

统偏离超过士1% (潮流量·可放宽到土2%) ，或断面内局部冲淤变化显著影响流量计算成果时，应及

时使用新的水位面积关系，并按 7.3.5 给出的要求检测原先率定的模型或相关关系的有效性。?可段特

性变化导致断面频繁变化的，宜增加水道断面实测频次以满足流:Q:计算要求。

8 泥沙巡测

8.1 一般规定

8. 1. 1 实行巡测的水文站，悬移质泥沙测验方法、测验设备及测验精度等应按 GB 50159 及现行行

业标准的规定执行。

8.1.2 实行巡测的泥沙站，应根据测站条件和流盘测验方案，采用全年巡测或驻巡结合等不同方式

进行悬移质泥沙测验。

8. 1. 3 实行巡测的泥沙站，可采用历年的降水盐、流盘及悬移质输沙率等实测资料，或有效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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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参数进行关系分析，建立较稳定的经验关系。

8.2 测验仪器与方法

8.2.1 实行巡测的泥沙站，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自动取样仪器或自记式的现场现!J 沙仪器。

对三类站可采用一组不带铅鱼的普通瓶式采样器，自动采集洪水涨水面及峰顶水样 ， 根据水位自

记记录，确定各个水样的取样时间。洪水落坡的含沙量变化过程 ， 可根据资料分析得到的经验关系

确定。

采用自动抽水式采样楞，在洪水过程中，应能自动抽取若干个水样并分别自动贮存。

采用自记式的现场测沙仪，应进行比测率定并符合 GB 50159 的规定。

8.2.2 实行巡测的泥沙站，其垂线上的取样方法应按照 GB 50159 执行，采用水面一点法时宜分析

确定。高含沙水流时的垂线取样方法，可不作限制。

8.2.3 悬移质输抄率测验，可采用适合本站条件的全断面混合法。取样垂线数目，未经资料分析前，

应满足 GB 50159 对各类站最低垂线要求;经分析确定后垂钱不少于 3 钱。

8.2.4 经资料分析并与断抄建立关系后，可在近岸边-正常水流处采集单样。也可采用浊度仪施测水

样浊度，通过浊度与含沙盐建立关系推求含抄盘.

8. 2.5 泥沙巡测时的水样处理，多抄河流测站，可采用简易置换法在现场处理水样。少沙问流测站，

可采用快速沉淀法或强迫过滤装置. 在现场浓缩或过滤水祥。

8.2.6 可采用输沙率与流盘异步施测法收集含沙盘资料。

注:测输沙率时不测流毡，只满含沙ill:， 而用部分平均法由垂线含沙盘求出断丽各部分的平均含沙iil:后，乘以邻
近流B测次对应的部分流量权茧，再祟加出全断丽的平均含沙盘.断丽平均含》盘与相应时间流量之积UP :为
实测的输沙率.

8.2.7 采用邻姑单沙相关法，由代表测站的实测单沙资料经建立的相关关系推算被精简站的相应值。

选择合适的传播时间或其他参数，求出邻站对应的含沙盘，建立相关关系。 在相关关系良好的条件

下，选择测验最方便的测站作为代表站，也可互为代表站推求.

8.2.8 在多沙河流或少沙河流的涨水段可探求流盘增长率与含沙茸增长率的关系，当两者关系较好

时，可采用水沙比例系数相关法‘用流量的变化过程和至少 1~2 次实测含抄盘，推出含沙蓝的全部

变化过程。在只要求时段总沙蛙或洪水总沙ß而不需掌握输沙过程的测站断面，或者过程关系不佳而

总量关系尚好时，可直接建立时段沙盘和水量的相关曲线，通过水母推求抄量。

8.3 汛期泥沙测验

8. 3.1 已实行流盘巡测的站，悬移质输沙率测验可按下列不同伊况执行:

a) 采用断沙过程线法整编资料时，可采用全断面混合法进行输玛率测验，测次分布应控制含沙

盘变化过程。

b) 采用单断沙关系线法整编资料时，单沙测次分布应控制含沙iJ:变化过程。输沙率测次分布，

可结合流盐测验进行，在含沙盘有较大变化时，可采用全晰面混合法增加输沙率测次。

c) 采用单断沙关系比例系数过程线法整编资料时，测次应均匀分布，在流量和含沙茧的主要转

折变化处，应分布测次。

d) 经资料分析采用流盘输沙率关系线法整编资料的站，可不测单沙，在施测流盘时应结合施测

输沙率。

8.3.2 流盘已实行巡测的无人值守站，悬移质输沙率测验可结合流ílt测验进行。

8.3.3 实行间测的站，间测期间发生特殊沙情应恢复悬移质输沙率测验。

8.4 非汛期泥沙测验

8.4.1 停测期间含沙盘有显著变化时，应恢复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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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当流也已实行定期巡测并应用流拉过程线法整编资料时，悬移质输沙率测验可与流:!J1测验结

合进行，并可采用断面平均含沙盘过程线法整编资料。

8.4.3 当流址已实行巡测并采用水位流盘关系线法整编资料时，悬移质输沙率测验可与流盘测验结

合进行，并可用流ß输沙率关系线法整编资料。

9 巡测资料整编

9. 1 开展巡测分析前，应对水文站设站目的进行分析，以确定资料整编精度要求 .

9.2 基本站资料整编应执行 SL 247 ，专用站可由各流域机构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水文部门根据

具体情况作出要求.

9. 3 实施巡测的站水位、降水盐宜采用自记资料整编。

9.4 水位起伏较大，过程线呈锯齿状的测站，可根据水位变化趋势进行中线拟合-

9.5 水位、降水盐可根据需要选择全年摘录、汛期摘录、重点时段摘录。

9.6 采用流盘在线监测系统资料整编的，耳采用连实测流拉过程线法。

9. 7 采用单一曲线法整编且实行间测的站，间测年份可采用上一年度或历年综合关系线整编.

a) 实行间测的水文站停 2.，..... 5 年测 1 年的停测年份.可用历年综合水位流址关系〈或其他水力因

索间的关系〉推流.

b) 停 1 年测 1 年的停测年份 ， 可采用前一年水位流量关系I曲线推流 -

9.8 采用悬移质泥抄在线监测'系统资料整编前，可采用断11过程或法。

9.9 实行间扭，q并采用单断沙关系的正在一线法整编资料的水文站 ， 输沙率问测期间只测单样含沙扯的，
采用历年单沙断沙综合关系线或近年关系线整编。

9.10 对于实测资料不足，水力学方法或在线监测系玩琉面朝坦率定弹未完成的初设站，可只整理实
测成果，待条件具备后再对历史资料进行整编、

9.11 本年度测次数盐不够窍线的，可采用 3-5 年实测流:fil:或断沙测点定综合钱，也可采用 3-5 年

实测点滑动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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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水文巡测拿性能及配置要求

A.l 一般要求

A. 1. 1 ;j(文巡测草应安全适用，并满足水文专业技术人员、巡测装备的运输及巡测作业功能需求.

A. 1. 2 车辆应为正式在国家注册的成熟、可靠的标准产品，并有国家 "3C" 认证书.

A.l.3 主要技术参数性能、整车及车载设备整体布置、车载性能、载荷分布和非等级公路行驶通过

性能符合罔家标准;同时，必须满足可靠稳定的运输状态、停泊作业状态.

A. 1. 4 /j(文巡测车的车载转动部件或伸出车体部分，应喷涂较为明显的瞥示色.其中，水文绞车吊
怦且铅#t埠，应部分喷涂荧光涂料.

A. 1. 5 水文巡测'f:的车体及车载仪器的外现、标志、包装等，应荣观、光滑、平整、均匀，无斑

点、气泡、 j且应、皱纹、碰痕、划伤及锈蚀等.

A.2 环境适应性

A. 2. 1 /j(文巡11车及其车外仪器.应能在下列环境中正常工作 :

a) 环境温度: 15...... • 50"C • 

b) 相对湿度:不大于 98% (40"C时) • 

c) 大气压力 : 56......106kPa . 

A.2.2 水文巡测草内环境，应能满足人员舒适工作及车内仪器设备正常可推工作需求.

A.2.3 水文巡测牢最小离地距离宜大于 220mm，应能适应崎岖、陡峭、风沙多灰尘、暴雨泥泞等

环境的 1位等级路面上民期行驶需求.

A.3 配置

A.3.1 棋手手址不宜少于 3 人.

A.3.2 应配备冷热空调。

A.3.3 宜随 I~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操作警示和故障警示标志等

A.3.4 备j的数监与巡测区道路状况匹配，并宜多配.

A. 3. 5 根据 E作需要配置相关水文巡~要萦所帘的仪器设备，如水文专业仪据设备、通信设备、工

装装备、安全及应急保障装备等.

A.3.6 工作电源宜采用车载直流电源，其电压为 12V 、 24V、优选 12V，允许偏差士15%. 必要时，

水文巡测草 t也可配备专用发电机.

A.3.7 乍辑仪器的机壳与信号线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小于 5MO，机究与交流电源线之间的绝缘电阻

不小于 lMO.

A.3.8 水文巡测车上困定装备〈不可移动〉的总质扯不得影响车辆自身安全，军辆动力应与车辆及

装备的总质址、道路复杂程度相匹配.

A. 3. 9 装有水文绞车的巡测车，起吊重盐 150kg，宜配备支撑和固定车辆的辅助安全装备，水文测

验结束组位后，车辆应无倾斜、后仰等现象发生.

A.3.10 阳体所有材料具有阻燃吸音特性，面板有专用连接件固定与装饰，接缝平亘.内表面平整

且不网路面颠簸和温差而变形.

厢体不仪可以提供肉强度的车身安全，同时可以达到防雨、防尘、降噪的效呆。

年体~而应i.ut行防腐、防锈辛~I装饰性处理;厢体框架、副车架构件、柑边构架等部分均须做除锈

和防l何处跑.车身与底盘的连接牢靠，备胎架构安全可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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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室顶上可安装车载照明警示一体化设备，包括长排抢险灯、搜索灯、野外照明系统以及梳杆

和l放倒机掏互锁装置;车身两侧前后可按国标要求分设转向灯、示廓灯、牌照灯、行车灯、刹车灯、

前后围装饰灯、信号灯以及限高灯等;厢内应安装照明灯，满足车厢内的照明.

车厢可根据装载设备需求分设动力仓、设备仓、气瓶仓等，并合理设置车门、车窗及通风系统。

车内布局应按设备自重、功能、动力形式、用途合理布置，确保设备固定可靠、操作及维护方便、装

邮轻便灵活.

应采取有效的防雷电感应的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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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水文巡测仪器设备配备

8.1 水位、降水量仪器设备

包含气泡式水位计、 压力管 、 投入式压力水位计、翻斗式雨量计、人工雨蓝计、 自动气象站 、 遥

测终端、卫星数传设备、置数键盘、移动通信数传模块〈含天线〉、仪器电源 、 避宙设备 、 法拉第筒、

一体化仪器房、水准仪、水准尺、水尺桩、搪瓷水尺板、防雷地阻检测仪、压力检测仪等-

8.2 流量仪器设备

包含巡测船(或冲锋舟〉、全站仪、测距仪、转子式流速仪、 非接触式流速仪、流速测算仪、声

学多普勒剖面流速仪、浮体(或安装支架〉及无线电台、渠道流量计、 管道流盘计、数字测深仪、铅

鱼、测深杆、电铃、水下信号发射器、浮标等-

B.3 泥沙仪器设备

包含积时式采样器、瓶式采样辑、横式采样器、器皿式来样器、浊度仪、现场测沙仪、盛水辑、

扯筒、天平、现场泥沙处理芦备等。

8.4 数据采集处理设备

包含便拙式计算机、 打印机、电子手梅、多功能计算器、 UPS稳压器、 7.1<文资料测验整编软件、

办公文具、记录用品等，

8.5 通信设备

包含电台、对讲机、 卫星电话、移动通信电话 、 耳机麦克系统 、 传真机、移动 lnlernet 接人设

备、办公用无线网络通信设备等.

8.6 导航定位设备

包含 GNSS、 GPS 罗经、 手持 GPS 等-

8. 7 影音设备及水文调查装备

包含录音笔、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等-

8.8 工装装备

包含发电机、电源线、防爆电缆、电瓶、逆变器、太阳能充电器、广角倒车可视仪、望远镜、信

号旗、人字爬梯、常用机械工具、五金工具、电工电子工具等。

8.9 安全应急保障装备

包含手提式干粉灭火器、石棉被、医疗急救箱、便携式气体检测仪、防毒面具、电子警报器、警

示隔离带、三角警示牌、水上救生设备、道路作业警示服、周内照明灯、防爆泛光工作灯、车载遥控

探照灯、应急工作灯、模块化应急监测野外站房、野外应急生活装备等。

B.I0 配备原则

B. 1-8.9 装备可根据巡测区的测站特性、水文巡测耍索、巡测路线特点等，结合工作帘求选配，
其数应以满足工作需要为原则，同一巡测路线上的相同装备可考虑多站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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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水文巡测方案编写示例

1 巡测区基本概况

(1)测站分布及交通条件

xxxxxxxxxxxxxxxxx 
(2) 测站的基本水文特性〈已建站应说明水文资料年限及测验现状)

xxxxxxxxxxxxxxxxx 
(3) ]j(工程情况

xxxxxxxxxxxxxxxxx 
(4) 水ill平衡、巡测路线以及辅助站和调查点有关情况

xxxxxxxxxxxxxxxxx 
(5) 其他与巡测有关的情况

xxxxxxxxxxx~xx~xx 

Z 测次及巡测时机

(1)测站水沙特性分析及单次测验必须历时统计

SL 195-2015 

(包括水位流盘关系与测~布置分析、径流i主年内分配分析、 洪峰场次与持续时间分析、 t再次测

流必须历时统计、输缸，、盘年内分配分析、在þ峰场次与持续时间分析、单次测沙必须历时统计)

xxxxxxxx xx xxxxxx~ 

(2) 梳盐、悬移质输沙iìt测验次数精简分析

xxxxxxx xxxxxxxxxx 
(3) 巡测、间扭曲l方攘

xxxxxxxx xx xxxxxxx 
(4.)流盐、走去移质泥沙测验时机、测次布置原则

xxxxxxxxXxx x xxxx x 
J 

3 巡测方法及巡测路线

(1)单站巡测方法

xxxxxxxxxxxx xxx xx 
(2) 巡视I~ 区巡视，tl方法

xxxxxxxxxxxxxxxxx 
(3) 巡讲l路线

xxxxxxxxxxxxxxxxx 
4 巡测资源配置方案

(1)水文测站设施

xxxxxxxxxxxxxxxxx 
(2) 仪器设备配备

xxxxxxxxxxxxxxxxx 
(3) 交通工具、通信工具配备

xxxxxxxxxxxxxxxxx 
(4) 人力资源配备

xxxxxxxxxxxxxxxxx 
(5) 其他可供利用资源

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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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巡测资料整编内容及要求

(1)整编要素

xxxxxxxxxxxxxxxxx 
(2) 整编方法

xxxxxxxxxxxxxxxxx 
(3) 精度要求

xxxxxxxxxxxxxxxxx 
(4) 整编时间

xxxxxxxxxxxxxxxxx 
6 方案的应用要点、质盘控制要点及应急措施

xxxxxxxxxxxxxxxxx 
7 方案的合理性分析

xxxxxxxxxxxxxxxxx 
8 存在问题与建议

xxxxxxxxxxxxxxxxx 
9 质盘保证体系等

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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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转子式流速仪法桥上测流

D.1 一般规定

D.l.l 选作桥上测流的河段应j顿直、 稳定，断面沿程变化均匀。顺直河段的长度宜大于洪水时主向

相宽的 3 倍，、河段内无暗礁、深潭、 跌水等阻碍正常水流。

D. l. 2 选作桥上测流的河势、水流条件应符合下列条件 :

a) 水流较集中，无分流、岔流、回流、死水等现象发生。

b) 水流流向与桥轴线的垂直面夹角不宜超过 100，超过 10
0

应作流向改正 ; 特殊情况不宜超过

18
0

，特殊情况应作说明.

c) 桥墩上游 2-5m 范围内水流较平稳，无急剧的蕴浪、被涡，要求弗劳德数小于 1.

d) 桥梁过水断面与天然河道断面大小基本相应。

D.].3 宜选择圆形〈双柱形〉、囚端〈头〉形墩的桥梁布置流盘测验.不宜选择方形、矩形〈长边

与水流平行〉墩的桥梁或拱式桥梁布置流址测验.

D. 1.4 采用转子式流速仪法泪!IJ流时 . 桥面离向底战低点距离超过 20m，不宜布置桥上测流-

D. l. 5 桥上测流方案应经过率定检验，方能投产使用.

现有水文站改为桥上测流时， 应按高 、 中、低水同步比测流盐，确定流盘改正系数及测验误差。

新建桥上测流站，当无条件进行事定检验时，可暂借用条件相似 〈指桥型、墩型、断ïm形状及水

流条件等〉的桥上测流站的流:iîl;改正系数.当通过实践探讨到可行的率定检验方法后，再进行本站流

也-系数的率定.

D. l. 6 桥测车及测流装备标准应符合附录 A 的相关要求.

D. 1. 7 有条件的桥上测流站，可试验新技术、新仪器的应用，经过比测试验 . 精度符合要求时方可

采用.

D. 1. 8 桥上测流应经交通部门及桥梁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实施，并应办理相关审批或备案手续.

D. 2 桥测河段勘察

D. 2. 1 勘察河段应包括桥梁上、下游一定距离的范围〈桥梁上游至蕴水影响距离以外，下游至水流

波动影响消失，恢复天然、河道正常水面线状态后一定的距离;临时性采用比降一面积法、浮标或其他

测流方法所必须具备的河段长度) ，对两岸及滩地的地形、 地物及妨碍水流的建筑、工业、水工程设

施等进行调查，了解永久设施或临时性设施及其远景规划.

D.2.2 勘察桥梁结构、墩型、孔数、桥面宽度及其远用的桥测设备，并调查了解下列资料 :

a) 设计洪水位与历史最高洪水位，现有桥面高程，能否确保安全测到最大历史洪水的洪峰流i11.

b) 桥面离河底最低点的高差及桥面至中水位的高差.

c) 桥栏边缘伸离桥墩端点的距离.

D.2.3 测绘测验问段高、低水的水流平面图.勘察高水时水流通过桥孔前的蕴浪、流态，并在桥上

游 2-5m 处测取一个横断面的流速分布和计算弗劳德数.

D.2.4 调查了解河床组成、断面冲淤变化及含沙盘情况。

D.2.5 调查洪水时测验河段两岸控制情况 ， 有元溢洪、缺口.

D.2.6 了解过牢频皮、人流密度情况，根据需要向交通管理部门了解桥上作业的可行性.

D.3 断面布设

D.3.1 扭:11流断面水尺宜布设在桥上扭!tl流断面上.困地形条件限制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在桥上测流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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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布设水尺时，可通过试验比较确定适宜的水尺断面位置(宜自桥前附近至上游塑水范围外，选择

数处合适的断面设立7J<尺，同步观测水位 ， 经过试验资料分析比较，选择水位代表性较好、水位与流

量关系较为稳定合理者作为测流断面水尺〉。新建桥上测流站的测流断面水尺可兼作基本水尺。己设

基本水尺的桥上测流站，经过资料分析，确认测流断面的水位流拉关系较好时，可按 GBjT 50138 的

有关规定将基本水尺迁移至测流断面处。

D.3.2 选择桥测断面应力求减少桥墩阻Jj(所造成的剧烈噩水和乱流紊动影响.宜选在墩上游布设测

流断面。具体位置应结合本站流速变幅、桥墩类型、桥梁孔数、流盘改正系数、桥测设备等因素综合

分析确定，并可按下列公式对压缩比及单次流盐改正系数进行分析:

分析桥梁孔数与选择桥测断面位置的关系，应考虑压缩比的影响，并按式 CD. l)计算:

亏、 8;
À=一」………………-， ………………………… (D. l)

B 

式中:

À -一压缩比;

8; 一一单个桥墩的厚度或直径'" m ; 

B 一一桥梁设计洪水位的水面宽度 ， m。

单次流盘改正系数可按式 (D.2) 分析计算:

K.=(去).?' ζ 飞 (D. 2)
式中:

Kj 一一第 t 次流盘改正系数;

Qo 一一第 i 次船(缆道〉测流

Qc 一一第 i 次桥测流嚣， m3ls卢

D.3.3 当出现特大洪水超过桥梁设计高程或流连超出桥测设备测洪能力时，可选用比降一面积法作

为抢测洪水的补救措施， 比降上、下断面均应设在桥测断面的上游。比降下断面宜设在上游璧7.k影响

范围以外，比降上断面的位置应按 GBjT 50.1 38 的有关规定设置。

D. 3.4 当桥测断面的水深、 流速均较大，且不能有效地控制测探测速悬索偏角时，可在桥测断面上

游设置简易拉偏缆索。拉偏缆索断面的位置选择，应符合 SL 443 的规定 。

D.4 测验方案布置

D.4.1 除河床稳定的断面外，每次流量测验JÑ同时进行水道断面测蝇。当出现特殊7j(情且测盘水深

有困难时，可在测流后水情较稳定的时期进行。测深垂线的布设，宜控制河床变化转折点并适当均匀

分布。

D.4.2 根据本站桥梁类型、墩型、孔数及压缩比 0) 分别按商、中、低水的流速和断面形状等因

京确定测速垂钱布设方案。

孔数较多(大于 8 孔〉的桥梁，可在桥测断面上按每孔对应子孔中央位置处布设一条测速垂钱。

孔数较少的桥梁，可每孔布设 2~3 条测速垂线，垂线位置宜对称于孔中央线。

桥墩两侧水流涡璇强烈的 1m 范围内，不得布置测速垂线。在离墩如~ 1~4rn 内布置测速垂线时，

应根据实测资料分析确定布线位置。

桥测断面形状复杂时，可于控制性位置增设测速垂钱。

D.4.3 正常情况下，在 O. 2 、 0.8 相对水深处采用两点法测速。

遇有特殊原因不能用两点法测速时，可于 O. 2 相对水深处采用一点法测速，但应由实测资料分析

垂线平均流速系数.

当用于垂线平均流速系数的分析或其他专门需要时，可根据具体要求采用多点法测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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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4 当发生稀遇烘7k (泛指其重现期约为数十年或上百年的大洪水〉后，向势、断面有重大变化

时，对原测流方案应按 D. 4. l-D. 4 . 3 的规定重新审查，以确定方案是否需作调整.

D. 5 桥上测流主要设备配置

D. 5.1 桥测车的机械性能可靠，仪表信号传递误差在规定范围内.

悬臂伸长应能满足至桥测断面的要求，悬臂应力强度应能承受施扭IJ本站最大流速时所悬吊的配套

铅鱼重量及水流的冲击力.

桥测车操作运行时，车身应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和安全系数.

D. 5. 2 悬吊铅鱼的重盘宜随流速、水深不同而变更，保证定位能符合必要的精度。偏角改正办法应

按 GB 50179 的有关附录的规定执行.

D.5. 3 应配备太平斧及其他必要的应急安全设施。

D.6 流量计算
..--卢-

D.6. 1 现有水文站改为桥上测流时，宜阔步比测ljf集F年以上的流拉资料， 比测次数不少于 30 次，

并应按式 (D.3) 分析计算各级水位下的梳盘改芷系数 :

K = 2; K.ln …… ………..', ... ...... ...... ... ... ... ... ... (D.3) 

式中:

K 一一某划分水位级内的流量政正系数 a

K一一相应水位级内各单次流拙改正系数 z

n 一一某划分水位级内流盘比测次数。

新建桥上测流站， 可按 D. 1. 5 的规定滥用 K 值 。

D.6. 2 垂线平均流速的计算.当采用一点法测流时.应将测点流速乘以本站试验得出的垂线平均流

速改正系数。 ~

D.6.3 每孔平均流速， 采用对应于每桥孔的各条垂线平均流速的算术平均值.边孔部分，应根据试

验确定边孔流速系数 ， 计算边孔的部分平均流速.

D.6.4 特殊情况下，朱实测水道断丽时，应根据断面冲淤变化规律选用相邻测次断面插补。

D.6.S 每孔水道断面面积， 采用以桥墩中心线与分界点所对应于桥孔的各部分面积之和计算。

D.6.6 计算的桥测流盘应乘以流挝改正系数作为本站天然河溢的流量成果，其计算公式为式(0. 4): 

式中 :

Q一一天然河道的流址， m3 /s; 

K一一流址改正系数:

Qc-一桥测流盐 ， m3 /s。

Q =KQ‘ fι .. . . . . ……..…………………………. (D.4) 

当缺乏高点〈相当于断面平均流速 2m/s 以上〉试验资料，且按每孔对应于中央位置处布芷一条

规:1)速垂线时 ， K 值可按各站中、低水位的桥测7J<位、流盐关系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 在表 D.l 的 K 值

范围内取值.

表 D.l 桥泌j流量改正系辈辈 K

测说i断面距桥地度上游距离1m K {li 

2 0. 95-0. 99 

4 0.96-1. 00 

D. 7 桥测精度要求与误差控制

D.7.1 经过式 (D.4) 改正后的单次流íìl测验的精度，应符合 GB 50179 有关单次流量测验允许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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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D. 7.2 水位流旺关系定线精度 . 应符合第 4 章的规定.

D.7.3 应通过下列方式消除或控制误差来源:

a) 避开或减小桥墩对水流的急剧影响.桥上测流断面离桥墩瑞上游的距离，应根据试验资料分

析确定，或参照类似水流条件和墩型的试验成果确定.

b) 测速垂线的布设宜在建站初期选取典型桥孔〈是指当桥位与水流成正交时，选取中也桥孔和

近岸边桥孔;如果桥位与水流成斜交 ， 还应考虑因斜交造成桥孔水流差异的影响，其他特殊

悄况下的重大影响因素，均应加以考虑，故后综合各项因素选取典型桥孔) ，加密测速垂线

(当桥梁的孔数较少时，测流的l)1IJ速垂线数可每孔布设 2-3 条，但测速垂线的布设位置要由

加密搜IJ速垂线后优化"组合n 分析确定，因此，对典型桥孔布设测速垂线的加密数，可根据

桥孔吁1.跨宽度及流速横向分布的不均匀程度综合考虑，每孔可布设测速垂线 9-13 条) ，经抽

样计算分析后再确定垂线位置.

c) 术经试验，不宜采用常规的 0.6 相对水深一点法测速.

d) 可加重铅鱼重量并选用优化铅鱼体形以减少偏角.当河面不太宽，条件允许时，可采用拉偏

缆索校正测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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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电波流速仪测流

E.1 本标准所指电波流速仪〈又称雷达流速仪〉的测速基本原理是基于多普勒效应.仪器向水面发

射一定频率的电磁波(雷达波)，通过检测被水面反射回来的回波频移的大小，由处理器解算水面流

速的大小，其测速原理示意见图 E. 1.

Jd=J,- fo 

a) 立商阁

水流方向

b} 平而图

圄 E. l 电波流速仪测速示意

电波流速仪流速计算的基本原理见式 (E. 1) 。实际应用中，仪器发射和接收传感器轴线与水面

及流向存在夹角，倾斜政正后的流速计算见式 CE. 2) ，水平方向政正后的流速计算见式 (E. 3) 。

式中 :

fd 一一反射波的频率偏移， Hz; 

f。一一发射波频率， HZ i 

c 一一电磁波速 ， m/s; 

α 一一俯角;

.r fd v。 =277c ……....... . ... . .……. . .. . ..… .. .. .. ..... .. (E. 1) 

F V，=一一」一-c ……………………………………… (E. 幻
1 - 2focosα 

V= V =一ι . .. ... . ........ . ....... . ... . ....... . ..... .. ….. (E. ω 
cosß 

卢一一水平方向偏角，即传感器轴线与水流方向的夹角;

v。一一传感器感知的流速， m/s，逆流向测盘为正 ， J顺流向测盘为负;

V1 一一俯角改正后的流速 ， m/s ; 

V 一一俯角、水平方向偏角均改正后的流速， 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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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电波流速仪分为人工测速、自动测速和自动扫描式三种。

人工测速的电波流速仪(如手持式电波流速仪〉需要人为操作，一次仅测盘水面某一点流速。

自动测速的电波流速仪能安装在某一固定点，长期自动测记仪器对准处的水面流速。

自动扫描式的电波流速仪可以固定安装在岸上、车上和直升机上自动扫描测址水面流速

E.3 选配电波流速仪 ， 测速历时宜可调。

宜选择输出功率大、测速范围宽、 环挠适应性好、工作性能稳定可靠的仪器，并根据水面流速特

点兼顾波束宽度和回波范围的适应性需求。

手持式电波流速仪宜选择能自动测盐俯角、水平角的仪器，无自动角度改正功能的在线监测的定

点式仪器可由外接装置测定水平角、俯角。

用于在线监测的仪器应带有数据传输接口及传输电缆，数据通信协议宜与 RTU 一致或兼容。

E.4 当遇下列情况时，可采用电液流速仪测流 :

a) 常规转子式流速仪法或水面浮标法测流设施、设备发生故降， 不能正常使用，或流速超过转

子式流速仪法的使用范围。

b) 水面、水内漂浮物太多或风浪太大，无法采用转子式流速仪法或水面浮标法施测流盘。

c) 水深小、流速大的断丽的测流。

d) 水位涨落变化急剧，常规测验方法难以满足时效性和代表性要求。

e) 洪水期含沙拉较大， 无法采用转子式流速仪法、声学多普湖剖面流速仪法或其他方法测流。

f)断面稳定、航行船只少。

E.5 采用自动测速的电波流速仪在线监测，应满足下列条件 :

a) 断面稳定，且河段上下游断面基本一致、无收缩扩展现象。

b) 固定水面测点水面流速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稳定性。

c) 被测水面流速宜文于 0. 50m/s 。

d) 其流盘精度满足 7.2. 8 的规定.

E.6 人工测速的电波流速仪宜架设在桥梁或稳定的水文吊箱上 ， 正对水流测速，使其波柬线与水面

夹角不超出仪器测母的俯角允许值范围，手持王宅电波流速仪一般只需手持对准水面就可测速，用三角

架安装仪器可使流速测量值更稳定。

自动测速的电波流速仪以桥梁、 水文缆道或其他跨河设施为测验平台.当需要长期自动扭.~盘某点

水面流速〈如在线监测)，宜固定击装在桥梁或稳固的跨过何设施上， 可在一个断面安装多部仪器。

仪器应安装牢固，安装高度应在历年最高拱7.1<位以上 ， 且应确保传感器在各级水位能可靠接收回波'信

号。当需要用一部仪器施测多个位置的水面流速时可将仪器固定在水文吊箱(铅鱼〉或简易水文缆道

上进行移动定点测;眶。

扫描式的电波流速仪宜固定安装在桥梁、简易过柯设施、车辆或直升机上进行水面流速自动测盘。

E. 7 用电波流速仪扭!Ji让值计算垂线平均流速的水面一点法垂线平均流速系数宜使用转子式流速仪法

进行比测率定，率定困难的，可借用 GB 50179 中的水面浮标系数，或借用临近站或相似站的系数.

E.8 电波流速仪测盘误差主要包括风力误差、波速发散误差、干扰误差、人为操作误差。应采取下

列措施将其消除或控制在最低限度内 :

a) 操作人员应充分了解仪器性能，熟练掌握操作规程，努力减少人为误差。

b) 对测速历时可调的仪器，应经试验确定应用测速历时、流速平均采用的数据个数，消除或减

小水面流速脉动影响，并以 3 倍标准差作为临界值，剔除实测成果中的数据。

c) 仪器离水面距离应符合仪器安装要求，传感器轴线在水平方向上与流向的夹角不宜超过 300 ，

俯角宜在 220~45。之间，以减小回披信号衰减及"噪声"干扰引起的误差。

d) 风速风向对71<面流速影响显著时，应分析误差并建立模型对流速进行修正。

e) 宜选择流速较大的断面测速，以减小流速测量的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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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规范性附录)

超声波时差法测流

F. 1 超声波时差法利用超声波在顺、逆水中传播时间的差异来反映流速的变化，测流原理示意见

图 F. 1.

水流方向
-缸'

8帽FIâ'J换能苦苦

因 F. 1 超声渡时'量法测遮示黛

团中在A 、 B 两点安装一对电声可逆换能器， AB 连线与水流方向成一夹角。，上游换能器 A 发

射超声波.下游换能器B接收，称j眼发;反之，下游换能器 B 发射，上游换能器 A 接收，称逆发.

顺发传播时间 1M囱式 (F.1) 计算.逆发传播时间 tSA 由式 (F.2) 计算 。

M=-4--H·H·-- F· · 1 HU--户……….. ... ... (F.1) 
C 十Vcosf)

L 
c - V cosO 

式中:

V 一一垂直于测流断面的水层年均流速， m/s ; 

C 一一超声波在静水中的传播速度， m/s; 

L 一一两换能器之间的距离 ， m; 

tAß 一一两换能器之间j眼发传播时间 ， S; 

M 一一两换能器之间逆发传捕时间， S; 

6 一一两换能器之间连线与水流方向夹角.

(F. 2) 

超声波发射接收时间短 ， J.J<.温以及超声波在静水中的传播速度 C可认为不变.水流速度可按式

(F.3) 计算:

一 L ,, /1 1 、
i 一一...!... )…………………………………仔.3)

2cosfJ' • \l^B tuμ 

F.2 超声波时差法流毡计由声学换能器、岸上测流控制器、信号电缆、电源组成.根据河流情况和

测流要求，超声波时差法流盘计采用不同工作模式进行测流，各模式设备掬成及功能如下:

a) 单声道工作模式在河两岸各安装一个换能器，只能测盘断丽平均流速，适用于河流流速和断

面基本垂直的词段和流向比较稳定或流向因素不重要的测疏断面.

b) 交叉声迫工作模式设置两个交叉声道，即两岸各安装两个换能器，用两个声道测出平均流速

和主流向。适用于流速不完全平行于河岸和流向不稳定或流向因素较重要的测流断商.

c) 响应工作模式不需要架设跨向信号电缆 ， 特别适用于通航洞流和较大河流.

d) 多层声迫工作模式在不同水深布设两层〈或更多〉测速声道，测得多层水层平均流速，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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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计算断面平均流速，或用来计算部分水层流量 ， 适用于水位变化较大、水深较深、流态复

杂、流盐测业要求高的断面。

e) 反射工作模式的布置类似于响应工作模式，但在对岸只有一个简单的声波反射体， 没有复杂

的仪辘，不用电源，更不需要用过河电缆与主岸相连.只能适用于小何和渠道.

f)双声程工作模式是仪器的一种特殊测速功能，它的配置和单声道工作模式基本一致，它能测

到两个声程各自的平均流速。

F. 3 换能器应安装在河流上、下游两岸水下一定深度的固定桩端或桩壁上，也可安装在两岸的专用
斜轨上，宜使两个换能器连线与横断面夹角成 450.

换能器水下固定深度由商、中、低水位级的流孟t比测资料率定确定.

漂浮物较多或航运河段，宜安装换能器保护装置.

控制器安装在室内或仪器棚内，安装要求与一般仪器相同.

F.4 设备安装后，在正式投产前应进行现场流盘比测率定，建立测得的流速、断面面积和实际断面

平均流速、流量之间的关系。

F.5 超声波时差法主要使用条件如下 :

a) 测验河段稳定，断面规则整齐，无急流旋涡，无冲淤。

b) 水流平稳.无流向偏角.换能器之间连线与水流方向夹角。为 45
0

0 对有流向偏角的断面，应

采用交叉声道方式.

c) 水流含沙ß不宜过大，宜选择不受水革路响的河段。含沙结过大将影响超声波时差法测流的

性能.在水草多的词段，水草释放的气泡将影响超声波的传播.

d) 由于换能器安装在水下，应不定期地检查水下传感器的安装、朝向，撞查振动面是否有沉积

物和附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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